
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 110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子敬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林芝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報告前次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 

說明：本會 109年第 2次會議，有報告事項 2案、討論提案 2案，如下表: 

報告事項 決議及辦理情形 

一、109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基金收、支情形，報請公鑑。 

決議:准予備查。 

二、109年度中央對縣市政府考

核公益彩券盈餘運用情形，評

比結果，報請公鑑。 

決議:本案同意備查。 

辦理情形:有關本市盈餘運用於設算分配指標項目

及非法定現金給付 108年度決算數較預算數之增加

比率偏高遭列管事項，經提報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

委員會第 86次會議決議同意解除列管(附件 1)。 

討論事項 決議及辦理情形 

一、審議 110年臺中市公益彩

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自辦方

案，提請審議。 

決議: 

一、 第一類、第二類均依分組審查結論同意核定。 

二、 第三類，均同意依建議核定金額及意見予以補 

助。 

二、有關 109 年臺中市公益彩

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自辦

方案之小額補助辦理情形，提

請備查 

決議:本案同意備查 

基金主管單位意見：建請予以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事項二】 

案由：110年度 (截至 4月 23日)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情況，報請公

鑑。 

(一)基金來源-收入 

年度 金額 

109 年度決算賸餘數 9億 5,800萬 3,791元 

110 年 
各項收入 
(截至 4 月 23 日） 

盈餘分配收入 6億 5,195萬 8,802元 

利息收入 0元 

雜項收入 949萬 7,348元 

小計 6億 6,145萬 6,150元 

公益彩券盈餘累積數 16億 1,945萬 9,941元 

(二)基金用途-支出 

編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備註 

(1)110 年編列數： 
14 億 7,269 萬元 

(2)109 年保留數： 
2,720 萬 5,795 元 

小計:14 億 9,989 萬 5,795 元 

1 億 9,377 
萬 9,441 元 
(截至 4 月 23 日） 

12.9% 

第 1 季執行率偏低原因： 
1.按季核銷案件於當季結
束後次月 15 日(4 月 15
日）辦理，尚於請款程序
中，未及納入本執行數。 

2.單一場次活動需於辦理
完畢後始得動支。 

3.資本性支出需依施作進
度撥付款項。 

(三)預估收入–預估支出 

 經費 說明 

收入 21 億 7,721 萬 7,791 元 
(1)1 至 3 月累積數 16 億 1,945 萬 9,941 元。 
(2)4 至 12 月預估收入數 5 億 5,775 萬 7,850 元。 

支出 16 億 5,409 萬 8,795 元 
(1)110 年編列數(含保留）14 億 9,989 萬 5,795 元。 
(2)多年期:1 億 5,420 萬 3,000 元。 

小計 5 億 2,311 萬 8,996 元 
(1) 截至 110 年底，預估剩餘數。 
(2) 尚未扣除 111 年預計超編數。 

基金主管單位意見：建請予以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柒、討論提案： 

【案號一】審核109年總支出(決算)執行情形 

提案

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 109年總支出(決算)執行情形，提請追認。 

說明 

一、109年度基金用途經費 15億 2,465萬 2,855元，總支出(決算數) 

    13 億 9,720 萬 4,907 元，執行數 91.64%，各福利別執行情形，如下

表： 
單位：元 

福利別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兒少福利 4 億 6,661 萬 5,124 4 億 1,674 萬 7,342 89.31% 

婦女福利 4,494 萬 4,126 萬 0,634 91.81% 

老人福利 2 億 7,115 萬 0,456 2 億 5,383 萬 6,370 93.61% 

身心障礙

福利 
4 億 8,648 萬 8,110 4 億 5,040 萬 0,334 92.58% 

社會救助 6,834 萬 4,165 5,927 萬 3,812 86.73% 

其他福利 1 億 8,600 萬 4,000 1 億 7,457 萬 5,415 93.86% 

國民就業 111 萬 1,000 111 萬 1,000 100% 

合計 15 億 2,465 萬 2,855 13 億 9,720 萬 4,907 91.64% 

二、檢陳 109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補助各計畫執行明細表如附件 2。  

基金

單位

主管

意見 

一、 中央對縣市政府考核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表預算執行率須達95%

以上，方得該項指標滿分。 

二、 按上揭配分標準，109年預算執行率為91.64%，未達最高標準95%以

上(配分得8分)，請各支用單位確實依需求編列計畫並執行，以符合

考核指標規定。 

決議 

一、 本案同意追認。 

二、 為爭取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成績，請各單位確實依需求編列計畫

並執行，朝預算執行率95%以上、獲得該考核指標滿分(8分）之目標

邁進。 



【案號二】審議 111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政策性計畫 

提案

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 

有關 111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政策性計畫，經各支用單位提出預

算需求數為新臺幣 19 億 2,854 萬餘元，共計 131 案，提請審議。(附件

3) 

說明 

一、 111年福利服務需求達 19億 2,854萬餘元，依 109年 4月撥入 3月

份獲配數推估及依歲出預算增加編列 109 年度決算累計待運用數

25%；111年度可編列預算約計 15億 6,800萬元。 

二、 為配合市長政見，本局積極推動公托倍增及配合仁愛之家二館工程

進度，致 111 年度較推估數超額核定 1.51 億元，其超額核定費用

由以前年度剩餘款配合編列支應。 

三、 為利預算審查，於 4月 22日邀請本局各科/家防中心、財政局及主

計處召開共識會議，初審建議暫列核定數計新臺幣 17 億 1,859 萬

2,000 元，其中照案通過 70 案、經費酌減 56 案、緩議 5 案(附件

3)，各福利別建議核定情形，如下表： 
單位：元 

福利別 需求數 建議核定數 

兒少福利 6 億 7,689 萬 4,000 5 億 7,752 萬 4,000 

婦女福利 4,987 萬 5,000 4,988 萬 3,000 

老人福利 4 億 7,333 萬 3,000 4 億 2,821 萬 

身心障礙福利 4 億 6,817 萬 4 億 2,916 萬 

社會救助 8,732 萬 1,000 6,425 萬 6,000 

其他福利 1 億 7,295 萬 1 億 6,955 萬 9,000 

合計 19 億 2,854 萬 3,000 17 億 1,859 萬 2,000 
 



基金

單位

主管

意見 

一、 本次經費編列審核重點如下： 

(一) 依公益彩券盈餘運用指標規定「公益彩券盈餘支出分配於辦理中央

各項社會福利政策、法規訂定屬地方政府社政主管機關權責項目金

額占總預算比率認定須大於 98%」，意即公彩盈餘經費 98%以上應編

列於社政主管業務，2%以下編列於非社政主管業務，依此規定辦理

審查，以符考核規定。 

(二) 本次建議核列數係參照前二年執行率、計畫必要性核給                                                                                                                                                                                                                                                                                                                                                                                                                                                                                                                                                                                                                                                                                                                                                                                                                                                                                                                                                                                                                                                                                                                                                                                                                                                                                                                                                                                                                                                                                     

外，另市長政見及具創新、實驗性計畫亦優先核列。 

(三) 倘計畫有違公彩盈餘考核指標，為免遭致扣分，進而影響後續公彩

考核之獲配獎金，亦會進行酌減或不予補助。 

(四) 計畫內若有新增聘人力，請依規提報本府人力審查會通過後，始得

聘用，另倘為本府自聘人力，請依共同編列標準編列預算與給薪。 

二、 建請各支用單位確實依計畫執行，並致力維護計畫執行率，俾利爭

取考核佳績。 

三、 最後，建請委員會授權本局於預算額度內調整各項計畫，以符預算

編列之時效性。 

委員

發言

摘要 

一、 許雅惠委員： 

(一) 部分新申請案未有過去執行經驗，成效結果尚無法呈現，可否追蹤

後續辦理情形並提交執行成果報告? 

(二) 「發現巷弄中的方形社會-人文客廳」充實人力計畫、111年臺中市

幸福經濟合作社培力計畫及 111 年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委託專

業服務營運計畫 3 案(照案通過第 56、59、61 案)，可否了解服務

內容為何?  

二、 林寶珍委員： 

(一) 111年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計畫(照案通過第 25案)，

因日間照顧及小作所服務內容不盡相同，合併申請原因為何? 

(二) 公設民營身障機構營運服務計畫中經費編列(照案通過第 30 案)，

4家公設民營計劃編列項目是否一致? 

(三)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現今服務朝去機構化，希冀轉為

社區式服務，惟 111年臺中巿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

計畫(經費酌減第 45案)，試問經費編列是否足夠? 



三、 何素秋委員： 

(一) 討論提案中案號二，婦女福利建議核定數高於需求數原因為何? 

(二) 本市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實施計畫及友善青少年據點補助計畫(經費

酌減第 4、12案)，兩案計畫 109年執行成效佳，為何酌減經費? 

(三) 性騷擾被害人個案服務與防治教育宣導計畫(緩議第 4案)，意見係

建請向中央申請公彩回饋金，如何判定計畫使用公彩盈餘亦或中央

公彩回饋金之經費? 

四、 林瓊嘉委員： 

(一) 111年度多項計畫含括機關人力需求，建議思考必要性需求人力應

逐年調整以公務預算經費編列支應。 

(二) 衛生局社區慢性精神病患與家屬支持計畫(經費酌減第 46 案)，考量

其需求性，可否再衡量給予支持。 

(三) 臺中市 111 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園遊會(照案通過第 29 案)，其

意旨乃鼓勵身障者社會參與立意良善，惟計畫名稱宜調整。 

五、 徐森杰委員： 

兒少多元安置處所營運計畫、友善青少年據點補助計畫、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個案家庭處遇服務方案、成年藥癮家庭支持暨施用三四級

毒品兒少輔導服務計畫 4案(經費酌減第 9、12、13、47案)，事涉

兒少安置及藥酒癮服務，青少年與社區服務可投入更多資源，建請

衡量經費挹注。 

機關與相關業務單位回應 

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有關「發現巷弄中的方形社會-人文客廳」充實人力計畫、111年臺

中市幸福經濟合作社培力計畫及 111 年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委託

專業服務營運計畫 3案，說明如下： 

(一) 「發現巷弄中的方形社會-人文客廳」充實人力計畫(照案通過第 56

案)為 1名人力方案，109年為實驗性計畫，以人文客廳方式進入都

會型社區大樓，透過舉辦焦點團體方式，邀集住戶至公共場域以輕

鬆交流方式進行活動，讓住戶可了解現有福利資源外亦可傾聽住戶

需求；109年針對都會型社區 8棟大樓舉辦 24場座談，參與人數共

計 649名。 



(二) 111年臺中市幸福經濟合作社培力計畫(照案通過第 59案)，強化本

市 200多家不同屬性之合作社可加強彼此互助與培力計畫。 

(三) 111 年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委託專業服務營運計畫(照案通過第

61案)過去編列於社區培力計畫內，考量該計畫具獨立與日後考核，

111年分開編列並申請政策性補助。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有關 111年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計畫、公設民營身障

機構營運服務計畫、111年臺中巿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

服務計畫 3案說明如下： 

(一) 111年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計畫(照案通過第 25案)整

併係考量日間照顧與小作所皆屬社區式照顧服務，故整併送案，惟

經費概算亦參照基金主管建議分開編列。 

(二) 公設民營身障機構營運服務計畫係各公設民營機構屬性編列相關經

費，故編列計畫與經費概算已有區隔。 

(三) 111 年臺中巿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計畫，考量近兩

年執行成效及民間單位擴展量能，維持 110年度預算數編列。 

基金主管單位說明： 

(一) 公益彩券考核指標規定公彩盈餘支出分配於辦理中央各項社會福利

政策、法規訂定屬地方政府社政主管機關權責項目金額占總預算比

率低於 2%方能獲得該項滿分，衛生局 111年政策性補助計畫共計申

請 6 案，其中 5 案皆依需求數核給，惟 1 案參照 110 年度預算數予

以核定，以致不足申請額度，建請向中央申請公彩回饋金。 

(二) 新申請案件未有執行經驗，為利委員瞭解計畫執行是否具有成效，

下年針對新申請案或 110 年新增案件，邀請委員參與預算審查，另

於本委員提供執行成果或相關評估報告。 

(三) 婦女福利類別建議核定數高於需求數，乃計畫送案時未依照社工薪

資新制基本需求提升編列，故於計畫審查時依照基本需求調整編列。 

(四) 配合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已有對應之初級預防經費投入，本

市現行青少年三、四級毒品預防及 14處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外展服務

相互配合，期待公私協力夥伴服務輸送成益。 

 



社會局陳坤皇副局長說明： 

(一) 雖部分案件執行成效佳，惟酌量整體年度預算額度有限，以及考量

政策推展優先與多年期必要性資本支出，各政策性補助由業務單位

於總額度內調整辦理。 

(二) 具創新性計畫或符合中央公彩回饋金主軸性計畫者，獲補助機率高，

建請優先爭取中央回饋金補助。 

(三)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實施計畫(緩議第 3 案)起於 104 年八仙塵

暴後續燒燙傷復康需求，設立「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委由財

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承辦，鑒於 111 年起原捐助款項已有不

足，爰申請公彩盈餘補助。惟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條及身

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規定，燒燙傷服務本屬身心障礙者法定

生活重建，本案簽辦評估公務預算或公彩盈餘基適切性。 

劉芳君委員說明： 

燒燙傷重建中心原由本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支應，預算編列應由政策

層面思考，若公務預算編列適法性，另外本市公益彩券基金不穩定

與結餘逐年減少情形。 

林瓊嘉委員說明： 

有關燒燙傷中心一案應予以支持，建議先擬由市庫編列支應，倘簽

准由公彩盈餘基金支應，亦建議應調整支應。 

社會局陳坤皇副局長說明： 

建請委員授權倘經簽准計畫持續執行並由公益彩券盈餘基金支應，

於原預算額度外增列該案簽辦後所增之經費，以利計畫執行。 

決議 

一、 111年同意以 17億 1,859萬 2,000元為可編列金額，授權社會局於

預算額度內調整各項計畫經費。 

二、 有關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實施計畫(緩議第 3案)，該案簽辦 

中，倘經簽准計畫持續執行並由公益彩券盈餘基金支應，授權社會

局於會後增列額度。 

三、 請各項計畫依審查意見及附帶決議辦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5時 30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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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87

